
 

 

 

１０４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檢定考試 
 

 

類別：中等學校 

科目：中等學校課程與教學 

 

 

─作答注意事項─ 

考試時間：８０分鐘 

 

作答方式： 

．選擇題請以黑色２Ｂ鉛筆於「答案卡」上作答，修正時

應以橡皮擦擦拭，切勿使用修正液(帶)。 

．問答題請以黑色、藍色原子筆或鋼筆於「答案卷」上，

由左而右、由上而下、橫式書寫。 

 

注意事項： 

．請核對類別及科目是否與答案卷(卡)、准考證內容一致。 

．試題本共５頁，選擇題３０題，問答題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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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60 分（請以黑色 2B 鉛筆於答案卡上作答，單選題；答錯不倒扣） 

1. 吳老師先將教學內容分成幾個小單元，並依據學生沒有達到精熟目標的單元進行補救

教學。請問，下列哪一種測驗較適合了解吳老師這種精熟教學法的成果？ 

(A)智力測驗 (B)性向測驗 (C)常模參照測驗 (D)標準參照測驗 

2. 根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其中「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的核心     

素養項目，屬於下列哪一面向？ 

(A)溝通互動 (B)自主行動 (C)終身學習 (D)社會參與 

3. 張老師在學校的課程發展委員會中主張，學校本位課程的內容應該做原則性的規範 

就好，不需要做太詳細的設計，以便教師實施時能因應各班情形進行修改。此種主張

較符合下列哪一種課程實施觀？ 

(A)調適觀 (B)忠實觀 (C)締造觀 (D)重建觀 

4. 劉老師為能掌控學生上課時的注意力，安排ㄇ字型學生座位，上課時採異質分組，   

進行小組討論與學習。除課本內容外，劉老師還編製許多加深加廣的教材，要求學生

課前預習與課後複習。請問，劉老師的教學較偏向何種教育理念？ 

(A)精熟學習  (B)協同教學 

(C)學習共同體  (D)生命共同體 

5. 林老師得知班上某些同學，常在校園人跡較少的角落聚集。負責該角落整潔工作的  

同學也向林老師報告，打掃時常要清理一堆錫箔紙、奇怪的罐子、針頭及紙捲。林老師

懷疑班上同學可能涉及藥物濫用的問題。請問，林老師如何處理較為恰當？ 

(A)立即通報警察機關來校處理 (B)呈報學務處，由學務處處理 

(C)與家長聯繫，自行帶回管束 (D)與家長和相關單位共商對策 

6. 根據奧蘇貝爾(D. Ausubel)的學習理論，諾瓦克(J. Novak)發展出以「概念構圖」(concept 

mapping)作為教學評量工具。請問，下列有關概念構圖的敘述較為正確？ 

(A)無法用來客觀計分 (B)難以評估學習者的創造力 

(C)是有意義的結構化學習法 (D)僅適合用於陳述性知識評量 

7. 某項作文競賽由三位教師擔任評審。為彰顯該競賽的公正性，主辦單位應公布何種  

信度係數值？ 

(A)複本信度  (B)重測信度 

(C)評分者間信度  (D)內部一致性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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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吳老師自行設計了一份數學隨堂考卷，在段考後她發現班上同學在這份考卷得高分的

學生，在數學段考考試成績也比較高。這代表這份隨堂考考卷較具有下列什麼測驗    

特質？ 

(A)預測效度高 (B)再測信度高 (C)複本信度高 (D)外在效度高 

9. 下列何者最強調「學者專家所倡導的課程主張」？ 

(A)知覺課程 (B)正式課程 (C)經驗課程 (D)理念課程 

10. 王老師以追求轉型的公共知識分子自許，常常帶領學生討論社會公共議題，並時常  

撰文替弱勢發聲。請問，王老師這種取向較接近下列何者？ 

(A)盧梭(J. Rousseau)的回歸自然說 (B)杜威(J. Dewey)的實用主義理論 

(C)巴比特(F. Bobbitt)的社會適應觀 (D)吉魯(H. Giroux)的批判課程理論 

11. 黃老師認為課程宜開放給教師進行教學探究，可透過教育行動研究改進課程。請問，

黃老師的課程觀點較接近下列何者？ 

(A)課程即目標 (B)課程即經驗 (C)課程即科目 (D)課程即假設 

12. 某校決定依據泰勒(R. Tyler)模式設計環境教育。請問，該校首應採取下列哪一項    

作法？ 

(A)以系統方式制定環境教育的課程目標 

(B)教導學生省思教科書潛藏的環境偏見 

(C)進行行動研究以找出學生的迷思概念 

(D)要學生進行掃街活動並宣傳環境保護 

13. 老師帶學生到植物園進行戶外教學途中，恰巧遇到一群為失業問題而示威的群眾。  

學生得知示威活動者的言論、所張貼的標語以及群眾的激憤。學生回校後上網了解  

臺灣的失業問題，並在臉書上張貼弱勢族群的就業問題，讓大家一起協助解決。請問，

此一示威活動對學生而言，屬於下列哪一課程？ 

(A)顯著課程 (B)潛在課程 (C)空白課程 (D)正式課程 

14. 上地理課時，老師教導同學認識等高線圖。這是屬於安德森等人(Anderson et al., 2001)

認知歷程向度中的哪一項？ 

(A)了解 (B)記憶 (C)分析 (D)應用 

15. 楊老師以安樂死的兩難故事，讓學生先依其立場分組，再讓學生相互詰問，並由全班

共同選擇理由，最後指定課後作業。請問，楊老師所採取的教學方法較屬於下列何者？ 

(A)角色扮演法 (B)道德討論法 (C)啟發教學法 (D)問題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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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曹老師將班上學生依學科程度分成 ABCD 四等級，並為每一等級的學生設立不同的

「通過」及「很棒」分數。如 A 級學生考 80 分算「通過」，90 分以上是「很棒」；

而 D 級學生考 50 分算「通過」，60 分以上是「很棒」。這是屬於凱樂(J. Keller)ARCS

動機模式中哪一要素的應用？ 

(A)引起注意 (B)切身相關 (C)建立信心 (D)獲得滿足 

17. 英文課要複習現在式、過去式及未來式。教師讓每六位學生組成一小組，要求 1 號與     

2 號同學共同負責精熟「現在式」，3 號與 4 號同學共同負責精熟「過去式」，5 號與

6 號同學共同負責精熟「未來式」；之後，再教導另外 4 人。請問，此一作法較符合       

哪一種合作學習策略？ 

(A)共同學習法 (B)配對學習法 (C)拼圖法簡式 (D)團體探究法 

18. 有關班級經營的敘述，下列何者最為正確？ 

(A)班級經營應遵循成規，對學生一視同仁 

(B)班級經營的決定應由教師與學生共同參與 

(C)班際比賽得到冠軍是班級經營最應強調的事項 

(D)教師只要有耐心與愛心，班級經營即可順利進行 

19. 張老師計劃以「社會計量法」來安排學生座位時，會優先考量下列哪一方式？ 

(A)按照學生的成績高低安排座位 (B)按照學生的身高大小安排座位 

(C)讓上課表現良好學生先選座位 (D)按照學生的同儕喜好安排座位 

20. 游老師進行班級經營時，學生累積滿十個笑臉章，可選擇兌換第一等級的獎品，     

或可選擇不兌換，將十個笑臉章轉換成一張榮譽卡，每累積五張榮譽卡，則可兌換   

學生更喜歡的高一級獎品；依此類推。游老師此一學習獎勵的設計，主要希望培養   

學生哪一種能力？ 

(A)自我認同(self-identification) (B)延宕滿足(delay of gratification) 

(C)場地獨立(field independence) (D)觀點取替(perspective taking) 

21. 下列有關實作評量與檔案評量的敘述，何者正確？ 

(A)實作評量需要評分規準，但檔案評量不需要 

(B)實作評量可做為檔案，但檔案評量不需實作 

(C)檔案評量與實作評量可包含受評量者的省思 

(D)檔案評量與實作評量都僅適用於質性的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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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七年級的大明，第一次段考全班同學的各科成績均呈現常態分配。全班的國文成績  

平均 85 分，標準差 3 分；全班英文成績平均 75 分，標準差 5 分。大明的國文成績為

88 分，英文成績為 80 分。請問，大明成績的團體相對地位最符合下列哪一選項？ 

(A)國文表現較好  (B)英文表現較好 

(C)兩科表現一樣  (D)兩科無法比較 

23. 某位老師在發展補救教學的成就測驗時，根據自己的教學經驗及雙向細目表擬定若干

題項，再邀集資深教師審題。其次，找一份類似的測驗一起比較測量結果。最後，     

分析期末成績與成就測驗分數兩者間的關係，以評估此一成就測驗的品質。請問，   

此位教師在編製過程中可能未考量下列哪一項效度？ 

(A)區別效度 (B)內容效度 (C)同時效度 (D)預測效度 

24. 下列何者不屬於選擇學習經驗的一般原則？ 

(A)顧及學生知識和能力所能及的範圍 

(B)同一學習經驗通常會產生幾種結果 

(C)不同經驗無法達成同樣的教育目標 

(D)提供學生演練達成目標行為的機會 

25. 美國教育界發起的「一小時學程式」，強調現在的學生是數位原生代，細胞裡就有    

數位元素。不管在城市或鄉間，這些程式教育和動畫軟體學習，都能激起學生的學習

熱情和成就感。此一資訊學習風潮力主學生自行探索與學習，別讓課業壓力限制創新

的可能。根據上文內容，這波新資訊教育的理念最符合下列何者？ 

(A)精粹主義 (B)經驗主義 (C)理想主義 (D)社會重建主義 

26. 余老師上課時發現學生對於食安問題頗為關心，乃讓學生對此一問題及其涉及的公民

意識和道德實踐等議題進行思索與討論。請問，此種課程設計較屬於下列何者？ 

(A)歷程模式 (B)目標模式 (C)慎思模式 (D)實作模式 

27. 張老師運用腦力激盪的方式引導學生討論環保議題。請問，下列作法何者較為正確？ 

(A)提出的想法愈詳細愈好 (B)鼓勵學生發表獨特見解 

(C)學生必須三思後再提意見 (D)對他人的意見提出修正建議 

28. 下列哪一句話，比較屬於「我-訊息」(I-message) 的溝通策略？ 

(A)你總是缺交作業，我真不知該怎麼辦 

(B)我無法了解你缺交作業的原因，我很擔心你的成績會退步 

(C)你已缺交作業好多次了，下次再缺交作業，就不要來上課了 

(D)我為你缺交作業想了很多辦法，你還是缺交，你到底是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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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0 為題組 

閱讀下文後，回答 29-30 題。 

 張老師安排四至五個學生為一組，並且各組均有高中低程度的學生；上課時老師   

先說明基本概念，再提供學習任務由小組共同討論，然後各組分享討論的結果。 

29. 張老師運用此一教學設計最主要的用意為何？ 

(A)改善班級常規管理 (B)提供學生前導組體 

(C)增加學生學習精熟 (D)提供鷹架增進學習 

30. 此一教學設計最強調的學習觀點為何？ 

(A)學習是訊息處理策略的應用 (B)學習是需要經過練習而精熟 

(C)學習是教師專業知識的傳授 (D)學習是透過社會互動而建構 

二、問答題每題 10 分，共 40 分 

（請以黑色、藍色原子筆或鋼筆於答案卷上由左而右、由上而下、橫式書寫） 

1. 教師宜採取哪些教學策略以照顧到學生的個別差異？請列舉五項。 

2. 某教師以「推廣當地旅遊為題，規劃一份能呈現在地特色的團體旅遊行程」，作為課程

學習評量之依據。請說明此一評量類型之優點與缺點各三項。 

3. 李老師的班上有許多漫畫迷，他擔心學生看漫畫會影響課業學習，但又不想採取嚴厲

強制的手段來禁止學生看漫畫。請問，李老師應採取哪些班級經營策略來引導學生    

學習呢？請列舉五項。 

4.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的修訂方向是「減少必修、增加選修」，希望學生能適性

發展，讓課程與教學更有彈性，因此校本課程發展有其必要。請說明校本課程發展的

程序為何？ 

 

 

 

 

 

 

 

 

 

試題至此為止 


